
1. 於經濟危機時期保持對永續發展之關注 (UN ESCAP, 2020/04/06) 

https://www.unescap.org/blog/caring-sustainability-times-economic-crisis# 

維護大眾健康與對抗 COVID-19 大流行導致之經濟後果的戰爭前線上，為取得

2030 永續發展目標之短期應變與長期發展願景的平衡，亞太地區面臨關鍵的政

策抉擇。由於全球經濟在疫情大流行的衝擊下緊縮，政府正釋出貨幣和財政政策

的火力以復甦停滯的經濟成長。但是，傳統促進短期 GDP 成長的總體經濟政策

無法應付長期發展的挑戰。幾十年中經濟持續快速成長，伴隨不平等加劇與令地

球的健康付出慘痛代價的地區，早應以社會及環境的永續發展作支撐來平衡物質

上的繁榮。經濟危機當前，的確很容易忽略對長遠永續性的顧慮。不過，經濟放

緩也提醒打造韌性的重要性，採取以經濟成長為核心之方法的前提也應被質疑，

尤其是在氣候緊急狀態的情況下。 

亞太地區正處於關鍵時刻，失去得來不易的經濟進展之風險十分巨大。因此，該

地區需要確保其下一階段的經濟轉型能夠達到永續，並於維持高度社會經濟發展

的同時不逾越生物物理的界線，政府政策和決策制定也必須以科學和證據為依歸。

持續增長的經濟不確定性無疑是過渡至永續的未來的阻礙。然而，我們不能因此

不正視聯合國對所有利害關係人(政府、企業及消費者)的呼籲，延誤鋪設邁向永

續的道路，而是要展開動員並加速進展 2030 年之目標。欲使我們的抱負不侷限

在經濟成長便需要制定政策，以人類及地球為本。解決不永續的生產及消費模式

是創造友善地球的經濟成長之前提，亞太地區與目標 12(負責任的消費與生產)有

最大的關聯性，其以核心生產和消費經濟活動為目標，而它們也是氣候變遷主要

的驅動因子。因此，取得目標 12之進展是最具效益、能同時創造人類和地球福

祉之經濟發展的途徑之一，而符合資源使用效益的生產可以提高生產力，對增添

價值也有正面的影響，進而提高員工的收入。 

聯合國亞洲及太平洋經濟社會委員會(ESCAP)估計，對化石燃料年度補貼金額超

過再生能源投資金額的地區而言，與普遍的認知相反，以地球為本是可以負擔的。

https://www.unescap.org/blog/caring-sustainability-times-economic-crisis


因此，是時候將化石燃料的既得利益轉交到對健康的星球之需求上了。處理當前

經濟危機的時，政策決策者需將永續性思維整合至他們的短期振興政策中。例如，

全球金融風暴過後，財政振興計畫納入環境層面的考量。韓國於 2009至 2012年

間提撥 380億美元做振興計畫，其中的百分之八十被分配至環境相關的領域，像

是再生能源、綠建築與交通、水資源及廢棄物管理；中國則在 2009至 2010期間

將 5,860億振興款的百分之四十分配於能源效率、水資源及廢棄物管理等領域。 

 

  



2. 新再生能源產能於 2019年創紀錄 (The Guardian, 2020/04/06) 

https://www.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2020/apr/06/new-renewable-energy-

capacity-hit-record-levels-in-2019 

2019年新建的發電廠產能中有近 3/4使用再生能源，創歷史新高。國際再生能源

總署(IRENA)最新的數據顯示，太陽能、風力和其他綠色技術現在提供全球超過 1/3

的電力，創下另一個記錄。在歐洲和美國，化石燃料發電廠的數量正在減少，退

役的數量超過了 2019 年的新建量。但在亞洲、中東和非洲地區，燃煤和天然氣

發電廠的數量卻逐年增加。中東地區擁有全球近一半的石油儲備量，2019 年新

建的發電廠產能中只有 26%屬再生能源。 

根據 IRENA數據顯示，全球在過去十年間已投資再生能源近 3兆美元，但至 2030

年前，年度投資需加倍以應付氣候緊急狀況。IRENA總監 Francesco La Camera

表示：「雖然此路徑十分正面，但要使全球能源走向永續發展和減緩氣候變遷之

路，仍有許多工作要做。在這個充滿挑戰的時刻，我們仍應記得增強經濟韌性的

重要性。政府為對抗新冠狀病毒而計畫的大筆支出應支持綠色倡議而非化石燃料。

政府可能傾向於將重點放在短期的解決方案上以解決當前危機，但短、中、長期

挑戰的區別可能是難以分辨的。這次的大流行病顯示延遲行動將帶來嚴重的經濟

後果。」 

由於 Covid-19 的禁錮措施造成需求急速下降，加上沙烏地阿拉伯、俄羅斯和美

國之間的蠻橫價格戰，全球石油市場處於動蕩之中。再生能源可說是一種具成本

效益的新能源，使電力市場和消費者免於價格波動的影響。太陽能和風力目前已

成為世界 2/3 地區最便宜的電力形式。IRENA 的數據顯示，2019 年新再生能源

發電廠產能的增長速度略為減緩，從 179GW降至 176GW，但新化石燃料發電廠

的產能也有所下降。 

目前為止，全球綠色能源安裝總量增長了 7.6%，英國的總量增長 6.1%（英國目

前已安裝的再生能源排名世界第 11位）。新太陽能提供 55%的新產能，大部分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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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在亞洲領先地區的中國、印度、日本、韓國和越南。其他主要增長的地區為美

國、澳大利亞、西班牙、德國和烏克蘭。風力佔總產能的 34%，幾乎有一半位於

中國，其次美國。全球風力產能仍領先於太陽能，其中 95％屬陸上風力渦輪機。

其他綠能科技，如水力、生質能、地熱和海洋能源均穩定逐年增長。與太陽能和

風力相比，地熱雖然規模較小，但利用深層岩石的熱量卻不斷增加，領先地區為

土耳其，印尼和肯亞。 

 

  



3. 聯合國秘書長：「我們需要勇敢、高瞻遠矚和齊心協力的領導來面對與

COVID-19並行的威脅-氣候變遷。」 (UN News, 2020/04/28) 

https://news.un.org/en/story/2020/04/1062752 

為了對抗 COVID-19 大流行及「極端氣候事件所帶來飄渺但確實存在的威脅」，

聯合國秘書長安東尼奧·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在星期二一場聚焦於氣候變

遷的國際會議中表示，唯一可靠的回應是多邊主義中「勇敢、高瞻遠矚和齊心協

力的領導」。 

在生命受威脅、商務癱瘓和經濟受損的背景下，聯合國秘書長警告柏林的彼得堡

氣候論壇(Petersberg Climate Dialogue)永續發展目標(SDGs)亦受到威脅。他說明

「最大的成本是無所作為所付出的代價」，強調「強化韌性並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令全球升溫幅度不超過工業革命前的 1.5度」的急迫需求，以減緩氣候變遷。 

政治意願 

受到科技和民意的鼓舞，尤其來自年輕世代，他觀察到許多城市與企業正展開行

動。他說：「不過我們仍缺少必要的政治意願」，主張在減緩、適應及募資方面抱

有「更大的野心」。減緩方面，所有國家必須於 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最不需為

氣候變遷負責但面對其產生的衝擊最為脆弱的發展中國家需要建立韌性的支持，

這亦需充足的資金，首先得承諾每年為減緩和適應工作提供 1,000億美元，古特

雷斯補充道。 

「絕佳機會」 

計劃自新冠病毒大流行中恢復的同時，這亦是一個令世界航向「應對氣候變遷、

保護環境、反轉生物多樣性流失及確保人類長遠的健康和安全」之路的「絕佳機

會」，秘書長說道。「藉由過渡至低碳、具氣候韌性之成長的方向發展，我們能打

造一個乾淨、環保、安全且對所有人而言更加繁榮的世界」他強調。因此，他提

出各國可採取的六種不同氣候相關行動，型塑復甦的方向。認識到就如同新冠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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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溫室氣體不分國界，古特雷斯堅信獨立運作是個陷阱，「沒有任何國家可以

獨自獲得成功」。「我們已經擁有共同的行動架構-聯合國 2030永續發展目標及有

關氣候變遷的巴黎協定」，他提醒。 

對氣候正面的復甦行動 

1. 以綠色和公正的方式進行過渡，釋出新的工作和業務，同時加速經濟各方面

的脫碳進度。 

2. 運用人民的納稅錢創造綠色工作機會並在援助企業的同時推動包容性成長。 

3. 運用使社會更具韌性的公眾募資(public financing)，將灰色經濟轉為綠色經濟。 

4. 未來向有助於環境及氣候的專案投資公共基金。 

5. 於全球金融體系型塑政策和基礎結構的過程中，考量自身經濟環境存在的風

險與機會。 

6. 四海一家，攜手合作對抗 COVID-19和氣候變遷。 

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 

秘書長指出已有 121個國家承諾 2050年以前達成碳中和，他要求各國準備「更

全面的國家氣候行動計畫」或國家自訂貢獻(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以在 2050年前達「淨零排放」。「我鼓勵歐盟持續展現全球領導風範，於年底前

提出一項與其承諾相符的國家自訂貢獻，在 2050年以前成為第一塊實現碳中和

的大陸」，他說道。「大排放國的減排是解決氣候危機的關鍵」，古特雷斯堅持道。

注意到世界前 20大經濟體的排放量佔全球總量的 80%且佔全球總經濟超過 85%，

他表示：「這些國家也都必須致力於實現 2050年前碳中和的目標」。他承認：「缺

少這些大排放國的貢獻，我們所有的努力都注定要付諸流水」。「讓我們用大流行

性復甦為幫所有人建立一個安全、健康、包容且更具韌性的世界奠定基礎」。 

  



4. 歐洲大型公司的 ESG 揭露報導沒有達到要求  (Pensions&Investments, 

2020/05/19) 

https://www.pionline.com/esg/large-european-companies-fall-short-esg-disclosure-

report 

氣候揭露標準委員會（Climate Disclosure Standards Board）週二發布的一份報告

顯示，許多歐洲最大的上市公司沒有完全揭露其與環境和氣候相關風險。 

CDSB調查歐洲前 50家大公司，總市值達 4兆 3千億美元，發現儘管有歐盟報

導指南，2019年仍有 78％的公司沒有充分報導氣候和環境風險，而 42％的公司

則忽略潛在重大環境或該部門與氣候相關的資訊。報告也發現，五分之一的公司

沒有揭露與環境和氣候相關的主要風險相關的營運、策略或財務影響。 

審查根據遵守《歐盟非財務報告指令》以及實施與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工作小組建

議的公司，所發布的環境和氣候相關報告。CDSB當局警告，揭露問題可能會損

害《歐洲綠色協議(European Green Deal)》和《2050氣候中和(2050 climate neutrality 

target)》目標達成，並使投資者無法清楚了解目標進度。 

儘管調查結果也顯示與 2018 年相比有部分進步，CDSB 表示現在的報導實務通

常無法讓投資者清楚了解公司的發展、績效、定位和影響，儘管現在的要求項目

有寫在指令中。CDSB董事總經理Mardi McBrien在一份聲明中說：「這份報告旨

在提供有關公司如何報導的簡介，進而為修訂《歐盟非財務報告指令》提供參考

基準。」「但是，我們現在掌握的是一個嚴峻的警告：許多公司不僅沒有考慮環

境和氣候相關議題對其業務策略和財務影響，而且投資者沒有得到永續的可比較

性、可信賴的資訊來引導其決策和資本分配。」 

McBrien補充，我們的調查結果顯示修訂該指令是正確的方法，而報告中也提出

明確的建議，以確保法規修訂能促進真正對決策有幫助的資訊，進而導致有效的

資本流動。  

https://www.pionline.com/esg/large-european-companies-fall-short-esg-disclosure-report
https://www.pionline.com/esg/large-european-companies-fall-short-esg-disclosure-report


5. 新冠狀病毒(COVID-19): 4 個有助於全球復甦的 SDG 目標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 2020/05/26) 

https://www.unenvironment.org/news-and-stories/story/covid-19-four-sustainable-

development-goals-help-future-proof-global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執行總監 Inger Andersen 表示：「全球新冠狀病毒的流

行已造成無法想像的破壞和困境，使我們的生活方式幾乎停滯。疫情爆發將在全

球每個角落產生深遠且持久的經濟和社會衝擊。」這場流行病的大爆發正暴露出

解決貧困、飢餓、健康和福祉方面的工作將面臨嚴重的挑戰，除非國際社會也加

緊解決可能嚴重破壞人類和地球生存與繁榮之系統等類似後果的全球性環境威

脅。 

氣候行動 (目標 13) 

氣候危機比起這次的全球大流行病可視為速度較緩慢的危機，但論長遠的影響可

能更具有威脅性。全球暖化的失控是我們無法透過科學、技術或資金來解決的問

題。如果沒有額外的脫碳承諾，地球將可能邁向全球升溫 3.2℃甚至更高。這與

發生大流行病、極端天氣事件、乾旱、洪水，以及全球糧食、經濟與安全系統普

遍不穩定的可能性增加有關。全球暖化的失控將使我們無法實現幾乎所有的永續

發展目標，更會阻擾經濟復甦。 

然而，今天全球暖化還可以受到控制，透過許多協助國家和社區重建經濟和社會

計畫的制定，這將是發展再生能源、綠能科技和永續新產業的機會，以加速地球

走上脫碳之路。UNEP協助國家、地區和次地區的決策者和投資人支持綠色財政

激勵專案和融資計畫。UNEP幫助優先考慮「綠色和合適」的工作與收入，對公

共財富和社會及生態基礎設施的投資，以促進脫碳的消費和生產，並推動氣候穩

定的責任融資。這項工作的重點在於發展強大經濟的關鍵產業：能源轉型、建築

工程、食品系統、廢棄物與交通運輸，以建立下一代能夠永續和生產的基礎設施。 

這包括努力使貿易更具氣候韌性和永續性，以及吸取全球綠色新政策中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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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EP也與 UNDP和其他夥伴合作，持續支持氣候變遷之國家行動，重新利用能

源、製冷、自然基礎解決方案和恢復投資以符合《巴黎協定》，並確保恢復計畫

可減少來自氣候和自然災害的未來風險。UNEP致力於支持成員州鑑別和促進實

現這些機會，並支持將在 2021年舉辦的下一屆《氣候大會》(COP26)和《2030議

程》上的取得成就。 

陸域生態 (目標 15) 

由於世界持續遭受到人類活動對野生棲息地的空前破壞，動物傳染病（由動物傳

染至人類的疾病），如 COVID-19將持續增加。退化的棲息地增加更多動物與人

類接觸的機會，進而促進疾病的演化與變種，使病原體更容易傳播到牲畜和人類

身上。為防止大流行病進一步爆發，對非永續農業、採礦和居住的全球自然棲息

地破壞都必須轉向永續發展的道路。政府、私部門及民間社會建立與環境合作而

非以對抗的方式面對外來系統的威脅，並加以管理和建立韌性至關重要。 

UNEP正提供有關動物傳染病傳播根本原因的見解，以告知決策者如何透過了解

失控的環境破壞所造成的威脅，以更好地保護其人口。UNEP與《生物多樣性公

約》之秘書處合作，協助政府發展及/或強化生物安全與相關政策及法規措施，以

偵查、預防、控制和管理動物傳染病。另外，UNEP將持續支持各國在預計 2021

年舉辦的《締約方生物多樣性大會》(COP15)上取得成就。 

水域生態 (目標 14) 

維持與保護水域生態系統與陸域的一樣重要。天然海洋、沿岸和淡水生態系統及

其生物多樣性的下降和退化，加上海洋暖化、海洋酸化與普遍污染的加劇，造成

同樣值得關注的危機。人類仰賴這些生態系統的沿岸防護、醫藥、工業和食品。

在過去的數十年間，全球漁獲量的永續性明顯下降。海洋遺傳資源，其中包括用

於醫藥用途的抗病毒效果，維護海洋生態系統可確保相關資源的保存。過多養分

的徑流也是一個問題，它可能導致優養化，使藻類大量繁殖而造成死區數量的潛



在增加，所有以上情境都可能危及重要資源的生產和保存。 

由於廢棄物經常最終流入海洋和其他水源，UNEP安全化學品和廢棄物管理之即

時指引考慮到受 COVID-19影響而突然增加的有毒醫療廢棄物（包括一次性塑膠

廢棄物）與此目標和目標 15 一樣重要。UNEP 正協助國家認識永續藍色經濟的

機會，並將其納入 COVID-19之後的經濟復甦計畫。另外，UNEP也致力於支持

永續藍色經濟及生態系統的保護在《UN海洋大會》上取得成就，該會議原本預

計於 2020年 6月舉辦，目前已延滯。 

責任消費與生產 (目標 12) 

棕色融資、投資和生活方式的選擇使非永續生產與消費永遠存在。相關作為將導

致自然資源的枯竭、生態系統、資源和碳密集型經濟體和基礎設施的破壞，以及

環境相關的健康問題與疾病。這次的大流行病顯示我們生活系統存在著的許多弱

點，它更證明如果我們要成功實現環境相關目標，採取相關行動的責任涉及政府

到私部門，再延伸至民間社會和個人。關閉邊界、商品的取得和禁閉措施已造成

全球行為的改變。 

一些變化加速了支持責任消費的新興部門發展，如線上辦公或在地採購生產。當

人們逐漸回歸工作和重返校園，一些正向的改變可持續留存。雇主（公家和私人）

以及個人現在皆已嘗試了不同的工作、學習和消費方式，其規模可望延伸至責任

消費和生產的轉型。UNEP與夥伴合作制定復甦政策與投資計畫，以刺激經濟循

環，採取包容永續的消費驅動方式，使公家和私人融資更符合經濟和社會永續和

韌性的轉型。這正是一個可透過刺激計畫滿足需求的真正機會，包括再生能源、

智慧城市與建築、綠色大眾運輸、永續糧食和農業系統、以及生活方式的選擇。 

現在採取行動維護陸域和水域的生態系統，對抗全球升溫並包括「安全第一」的

生物安全和環境保護措施實屬重要。確保責任消費和生產的知識與承諾遍及社會

的所有基礎，這將是證明未來其他永續發展目標進展和成功的根本基石。  



6. 永續投資必須被定義和報告:DESA政策簡介 (IISD,2020/06/02) 

https://sdg.iisd.org/news/sustainable-investment-must-be-defined-and-reported-desa-

policy-brief/ 

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UN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簡稱

DESA)的政策簡介提出了永續發展投資的定義。作者認為，達成共識可以幫助確

保對 SDGs做出有意義的貢獻，並使公司對社會和環境行為負責。 

這個政策簡介在 2020 年 5 月 28 日發行，標題是「投資者如何從漂綠變成支持

SDG?( How can investors move from greenwashing to SDG-enabling)」。觀察到公司

必須協助建立一個永續的世界以維持他們的長期財務績效。然而，投資者可能缺

乏工具來衡量活動及公司應負的責任。永續發展投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vestment ,SDI)的共同定義將建立規範以及最小的門檻以符合永續發展的要求。

作者提到全球永續發展投資者 (Global Investor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簡

稱 GISD) 聯盟在 2019年 10月的發表會正致力於永續投資的共識達成。遵循共

識後，再進一步加強報導的要求。監管架構將”適當評估企業對 SDGs 的貢獻，

但同時也會懲罰不永續的做法及阻礙資本市場發展的短期思維”。 

這個簡介提到，由聯合國系統及其他地區 60多個國際機構編寫的「Financing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port 2020」中建議採用氣候相關金融風險的全球強制

性揭露，例如 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簡稱 TCFD)。 

作者同時也指出公司永續性報導的三個挑戰。第一，具自願性質:” 永續性報導已

經從自發性的時代進入法律規範的時代”；第二，有意義的 KPI的品質和缺乏與

SGDs有關。只有 23%跨國公司的永續報告書連結到 SGDs的數值績效指標，如

果沒有數字，永續報告書很快的可能就會變成公共相關活動；第三，資訊種類的

多樣性，這使得我們很難去比較不同公司的資料。 

最後，這個簡介提到加拿大已經率先提出一種方法，在新冠病毒流行等危機中取

得財務援助的公司必須承諾對社會經濟的問題和減少碳排放的目標提出更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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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報導要求。這個簡介是幫助決策者在新冠病毒流行期間面對困難的抉擇系列文

章的一部份。該系列同時也討論了病毒流行對年輕人、長者、失能者以及當地人

的影響和它如何影響實質的活動和福祉，以及在國家層級上的責任和國家與人民

間的關係。 

 

  



7. 為什麼了解責任投資策略的差異十分重要？ (The Globe and Mail, 2020/06/09 ) 

https://www.theglobeandmail.com/investing/globe-advisor/advisor-news/article-why-

understanding-the-differences-among-responsible-investment/ 

目前，責任投資已佔加拿大資產管理的一半以上，財務顧問應了解哪些投資可真

正被認定為責任投資。但要做到這一點，他們應注意在責任投資的廣泛定義下，

至少結合了兩種以上的投資方法，且這些方法並不會總是保持一致。聯合國支持

的「責任投資原則(PRI)」指導專業投資人員採取的第一種方法：將環境、社會和

治理(ESG)因素整合至證券的分析和選擇標的中，並在與公司管理階層溝通或進

行代理投票時考慮這些因素。PRI的方法不包括支持第二種，更傳統的社會責任

投資(SRI)方法：道德標準或道德證券篩選。 

儘管投資界越來越傾向於 PRI 道德無關的分析方法，但投資大眾仍然習慣根據

所篩選的投資標的來判斷其投資組合實際的責任性。這兩種方法可能重疊並互相

搭配，但也可能互斥，甚至相反。儘管他們的共同目標都是改善 ESG 成果，但

它們之間的差異可能會導致表面「漂綠」的現象，或給人留下投資比實際的責任

性更大的錯誤印象，這可能導致混淆真正漂綠案例的不好後果。這兩種責任投資

方法的差異可追溯至分析基礎的安全性分析(ESG 整合)和行為基礎的投資人心

理學(SRI)。了解這一點的顧問將確保所選擇使用的責任投資策略與客戶的目標

一致以提供更好的客戶服務。 

讓我們思考一下差異，顧問使用由下而上的 ESG 整合策略選擇客戶持有的投資

組合，可能會判定碳風險對公司具有重大意義，但卻無法充分反映在其股價上。

顧問可能會因為風險/回報權衡不佳而放棄持有該股票。如果許多股票顯示碳定

價錯誤，則該投資組合可能具有明顯的低碳傾向。相較之下，顧問為關注氣候危

機的投資人精選的投資組合可能會考量道德因素而盡量避開具高碳足跡的企業。

使用第一種分析方法的財務分析所產生的投資組合與第二種行為方法類似，這些

策略可互相搭配使用。但如果高碳股票的價格被嚴重低估了該如何？分析方法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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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方法的結果將無法保持一致。分析方法將轉為包含被低估的股票，使得投資

組合可能包含相對高碳的股票而與行為方法產生衝突。股票的評估方法改變，但

個人的價值不變，不同的結果可能導致客戶指責「漂綠」行為。但這真的是「漂

綠」嗎？這兩種方法都符合責任投資的廣泛定義，卻是使用不同的觀點來檢視投

資組合的持股。顧問該如何為客戶解決表面「漂綠」的現象？ 

著名的行為經濟學家，聖克拉拉大學 Glenn Klimek 金融學教授 Meir Statman 解

釋：「我們所研究的投資人行為脈絡正轉向第三種框架。該分析框架假設投資人

為理性的，且願意為其投資尋求最佳的風險調整收益，這種合理的行為假設是現

代投資組合理論的基礎，並支持如 PRI所倡導的 ESG整合等策略（承上方第一

個案例所使用的方法）。」行為金融是第二種框架，聚焦在關注投資人明顯不合

理的行為，包括過度自信、風險規避、近因效應、錨定效應等。現在我們針對這

些潛意識行為新添價值觀、道德觀或行為規範，使其不再是潛意識行為，進而改

變了我們單純的理性行為。第三種框架結合了分析框架和行為金融，Meir Statman

表示：「投資人會尋求發揮最大整體效益，包括財務和非財務回報。非財務效益

考量包括價值基礎篩選，這會根據投資人不同而異，但對所有成功策略都十分重

要。」因此，根據Meir Statman的新架構，一旦顧問了解其客戶的財務和非財務

目標，就應該了解特定的投資方法如何符合這些目標。不明確的投資策略可能導

致無法預期的結果。例如，使用 ESG 整合策略可能無法總是符合一些投資人堅

定的價值觀，因此同時採用篩選的策略可能更為適合。顧問了解並區別這些投資

策略的差異可協助其客戶成功實現財務和非財務目標，更能夠在發生「漂綠」事

件時成為名符其實的案例。 

 

  



8. 如何增進自己的 ESG分析 (Investment Executive, 2020/06/12) 

https://www.investmentexecutive.com/news/research-and-markets/how-to-improve-

your-esg-analysis/ 

對環境、社會和治理（ESG）議題和風險分析通常被描繪為與傳統投資組合不同

的構建利基產品。實際上，在責任投資協會(Responsible Investment Association)主

持的 2020虛擬會議上高級 ESG分析師班的兩名永續金融專家表示，最好將 ESG

因子作為彈性、整合過程的一部分。 

Sean Cleary─皇后大學史密斯商學院金融學教授，同時也是該校永續金融研究所

所長，說明重要的是「將 ESG 整合到投資組合管理中；這不應該獨立作業，而

是應該融入你已經在做的事項中」。此外，Cleary 指出，責任投資（RI）研究應

涉及多種工具的使用。投資經理人可以利用公司的內部研究、責任投資組織的產

業報告以及或直接與公司溝通。 

面臨的挑戰是，以實際的方式向客戶甚至向可能與投資組合經理人接洽的公司衡

量和呈現 ESG風險。全球投資公司 Jarislowsky Fraser總部位於蒙特利爾的永續

投資策略和研究部常務董事 Aaron Bennett表示：「不斷重複出現的問題是，金融

業以創建字母縮寫和專業術語實在過時了，而絕對的 ESG真理並不存在」。 

但這沒有關係，他補充道：「現在有很多關於 ESG標準化需求的討論。我們機構

不相信全面標準化，即使『標準架構和定義』具有其價值。」；Bennett指出如永

續發展會計標準委員會(SASB)、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工作小組(TCFD)以及紐約的

MSCI Inc.和荷蘭的 Sustainalytics，由組織提供指南的例子。但 Bennett 也證明

MSCI 和荷蘭公司 Sustainalytics 所創造的 ESG 分數不一定與其他條件相關，例

如加拿大基金持股量；他也說明，公司之間的分析差異主要源於：「不同的系統

和數據點是為不同的利害關係人設計的」。「您始終需要嚴格評估 ESG 數據是否

與公司實務相合，例如與您的投資流程和理念，還有質量和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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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rislowsky Fraser管理 400億美元的資產，且採用由下而上的方式。他說，經理

人們將 ESG研究納入股票選擇和投資組合流程等，其建立的模型中。Bennett說，

ESG數據和流程應具有四個特質：與被評估的公司(以及與您合作的客戶)具有重

大性或相關性；一致性；適應性；和系統性，如此一來流程可以有效地應用在各

種市場和策略中。他的公司從廣泛的 13 個 ESG 領域，評估了許多不同類型公

司，從環境角度的資源使用密度到治理和社會角度的文化和風險管理。例如，他

的公司同時關注能源公司和快餐連鎖店的資源使用情況，但會針對各公司深入研

究其不同的重點議題。以能源公司來說，它關注直接的氣候變化風險以及它們如

何使用和處置資源。而該速食公司著重於永續農業和供應鏈的透明度。Bennett說，

該公司使用「公司實踐記分卡」檢視短期和長期問題。 「但這並不在於獲得 A。

而是確保已討論潛在、實質 ESG問題。」他說整體而言：「您想避免清單式的片

面管理，但仍要確保整體夠系統化，以便其他人可以參與並了解架構。」 

Bennett的另一個建議，研究公司如何處理稅務是關鍵。Bennett表示這個要件「通

常不與 E、S和 G相關，但的確非常重要」，因為它與資產負債表相關，他補充。

Bennett將資產負債表稱為「可以真正看到隨著時間而積累的機會和風險」。Cleary

同意強而有力的 ESG分析最終會轉為品質。他說：「重要的不是資訊量或永續發

展報告的數量，儘管這是進步、是好的。」 

加拿大投資基金協會(IFIC)於 2020年 6月發布的一份報告，同樣強調指對於 ESG

分析最佳實務仍存在「一些爭論和困惑」。FIC 引用 2018 年和 2019 年的外部研

究報告，表明越來越多的投資者似乎在通過「方法學」對 ESG 因子進行非正式

評估。該報告指出，人們仍關注責任投資數據的一致性、透明性、相關性和品質，

儘管它也強調 SASB、TCFD和聯合國作為積極推動者所做的工作。 

  



9. 我們來到企業社會正義(Corporate Social Justice)的時代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20/06/15) 

https://hbr.org/2020/06/were-entering-the-age-of-corporate-social-justice 

研究顯示，擁有有效企業社會責任(CSR)計劃的公司比起沒有的公司更有獲利能

力。在過去的 50年中，公司一直依靠 CSR計劃來建立自己的品牌並滿足客戶需

求，這些計劃包括社會議題行銷、慈善事業、員工志願服務計劃以及多元化和包

容性工作。 

現在，消費者和員工都提高了標準。Minneapolis一名白人警察殺害喬治·弗洛伊

德(George Floyd)是最近印象中規模最大的抗議運動之一，其散播效應顯示舊的

最佳實務可能不再起作用。消費者和員工現在不僅僅追求企業社會責任─他們在

尋求我稱作企業社會正義(Corporate Social Justice)。 

企業社會正義是企業社會責任的一種重組，將任何倡議或計劃的重點皆放在可衡

量、具真實經驗且受到社會傷害和處境不利的群體上。企業社會責任是一個自我

約束的框架，企業沒有法律或社會義務要為他們聲稱要提供幫助的群體，實際產

生積極正向影響。而企業社會正義則是一個受公司與員工、客戶、股東以及它所

涉及的更廣泛社區之間信任調節的框架，旨在使所有人明確表現良善。CSR通常

以附加在公司主要業務的次要或形象計畫的情形下實施；而企業社會正義則要求

與公司運作方式的各個層面進行深度整合。 

在過去幾年，對這種基礎轉變的需求變得越來越明顯。AT&T 2017年的人權運動

─公司平等指數獲得了完美的成績，但同一年因向反同性戀政治家捐款超過 250

萬美元而廣受批評。Toms，以其買一捐一的營運模式而廣受讚譽，但 Toms的捐

贈模式破壞了當地經濟和生產者的利益，最後只能放棄此模式。Amazon最近在

推特上表達對黑人社區聲援的聲明，但隨即因將面部識別技術賣給執法機構而受

到批評，對黑人族群的代表性極低（Amazon 後來宣布暫停使用面部識別技術，

為期一年）。 

https://hbr.org/2020/06/were-entering-the-age-of-corporate-social-justice


消費者和其他利害關係人希望公司將社會公益視為一種必需品，而不僅僅是行銷

策略。接下來由公司決定該如何回應這項新的挑戰。以下是公司如何應對： 

把目標或願景設定成為一個更正義的社會開始 

選擇目標或願景時，不能只遵從 CEO的喜好。形象專案還不夠。相反的，應制

定周到且有計畫的流程，將召集來自各利害關係人團體的代表，以確定公司使命

與利害關係人的未滿足需求之間有哪些議題。 

這項措施的目的不是要達成聽起來令人印象深刻的目標。目的是使公司在達成願

景的途中參與並發揮創新能力。例如：芝加哥社區信託基金會 (Chicago 

Community Trust)最近設定了一個目標，以縮小芝加哥拉丁裔、黑人和白人家庭

之間的貧富差距。 

將公司置於目標相關的廣泛生態系統中。 

希望解決警政系統中的種族歧視的公司，舉例來說，必須了解警政中的種族歷史、

大規模的監禁事件、警察部門武裝和社區資源與犯罪率之間的關係。 

不要讓您的公司遠離這些分析。大多數公司透過其供應鏈、招募策略以及他們服

務的(或不服務)的客戶中，創造和維持不平等。最低限度上，任何將黑人消費者

都包含在其受眾的公司(應該是所有人)，都需要了解影響他們購買、支出和參與

的歷史背景。 

建立穩健且具有代表性的工作小組，將公司與利害關係人聯繫起來。 

這些工作小組的目標是充分探索公司行為對各種利害關係人的影響，並利用這些

知識主動告知公司對社會如何採取行動和做出反應。例如，如果一家公司希望發

布有關反黑人種族主義的公開聲明，則其傳播該資訊的過程應大量涉及黑人基層

員工、經理和高階領導人、黑人客戶以及任何其他與公司產品或服務互動的黑人

社區。 



這項工作具有挑戰性，特別是在危機時刻會給那些社會邊緣的人帶來額外負擔。

確保為所有參與成員的提供補償，並可以隨時退出。如果做得正確，這些工作小

組可以告知您公司的策略重點，幫助領導者在公眾注目下做出艱難的決策，並允

許他們以與利害關係人共鳴的方式對緊急時事做出回應。對於公司外部員工和利

害關係人，工作小組可以表達自己的聲音、表達他們在決策中的觀點，並在他們

與公司之間建立信任的橋樑。 

採取立場 

企業社會正義並不是一種讓能取悅所有人的好方法，而且從本質上講，它不會產

生出使所有人感到高興的倡議。許多公司透過公開聲明和捐贈來公開支持「Black 

Lives Matter」，邁出的第一步的例子：承諾採取行動，即使這些行動會疏遠某些

消費者、員工和公司合作夥伴。公司必須決定可以流失某些團體(例如白人至上

主義者或警察部門)的生意，因為從這些團體賺取的錢會違背公司社會正義策略。 

定期評估進度 

企業社會正義是與利害關係人一起實現正義或公平願景的持續承諾。為了在流程

中建立當責性，應由工作小組設定目標和績效指標，並由高階主管將其轉化為整

體公司指令。儘管公司沒有法律義務要滿足這些指標，但這些指標和利害關係人

(尤其是其員工和外部社區)的關係與信任牽動箝制。持續未達目標會破壞這種信

任關係，並削弱工作小組的效率。達成目標可以維護且提高公司的良好聲譽使利

害關係人產生信任，並工作小組繼續為各方帶來利益的能力。 

企業社會正義是一種新的範例，它試著建構公司與其互動的社區間更健康、互利

的關係。有社會意識的消費者和員工對公司(尤其是具有社會意識和前瞻性的公

司)越來越抱有期待，希望公司能做得更好。公司有機會把握機會、發揮自己的影

響力，為所有人(包括他們自己)建立一個更美好的世界。 

  



10. 新的 SSE ESG導引資料庫 (Sustainable Stock Exchanges,2020/06/16) 

https://sseinitiative.org/all-news/new-sse-esg-guidance-database/ 

聯合國永續性證券交易所 (United Nations Sustainable Stock Exchanges (SSE) 

initiative)今天發表了新的 ESG指引資料庫(ESG Guidance Database)，其中包含全

球股票證交所的 ESG 指引文件的綜合清單。該資料庫已經更新，包含證券交易

所指引文件中引用的主要 ESG報告分析。 

增加 ESG資訊揭露是 SSE長期以來的目標。在 2015年的 9月，當 SSE發行他

們的證券交易所模型指引(Model Guidance)時，全球只有少於三分之一的證券交

易所有提供關於個別市場環境上、社會和治理(social and governance)的報告資訊。

現在有超過一半的 SSE成員已經發表指引。 

在 2015年，SSE發布了他們的資料庫，追蹤已經發表 ESG指引的證券交易所。

現在已經和最常被指引文件引用的報告工具分析一起更新，包含來自:GRI、IIRC、

SASB、CDP、TCFD以及 CDSB。這份資料庫顯示絕大多數的指引文件引用 GRI，

接下來是 IIRC 和 SASB，大約有四分之三的指引文件引用這些工具。針對氣候

(climate- specific)工具如:TCFD和 CDSB只有一半左右的指引文件引用。 

在 10 Years of Impact and Progress Report中 SSE所推動 ESG指引在報告中獲得

認同，GRI的執行長 Tim Mohin指出”在 SSE的領導下，提供有關 ESG揭露的

指引和培訓的證券交易所比去年同期有所增加”。SASB 的執行長  Madelyn 

Antoncic 提到” SSE與他們的夥伴已經做出重大和持續的貢獻，以確保市場在面

對嚴峻的宏觀經濟趨勢時像是氣候變遷、資源限制、人口成長、科技創新、全球

化以及更多，能發回其應有的效果。 

這個新的資料庫同時展示了 SSE 從事 ESG 揭露的活動已經被各地交易所認可，

大約 75%已發行的指引文件引用 SSE，還有接近 40%有明確引用 ESG模型指引。

該資料庫最主要是期望透過促進各地區證券交易所之間的對等學習及測試以修

https://sseinitiative.org/all-news/new-sse-esg-guidance-database/


正原本 SSE所提供的模型指南。 

 


